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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 2021 年 

预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本

公司”）、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公司”）、桐昆集

团浙江恒通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

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腾公司”）、嘉兴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

石化”）、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优化纤”）、桐昆集团浙江恒

超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超公司”）、恒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隆国际”）、鹏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裕贸易”）、桐乡市恒基差

别化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嘉通能源”）、南通佳兴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佳兴”）、江苏嘉

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丰公司”）、江苏嘉恒纺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恒公司”）、浙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翔公司”）、广

西恒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恒鹏”）、江苏桐昆恒阳化纤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阳公司”）、宿迁桐昆旭阳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阳公

司”）、新疆宇欣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欣公司”）、新疆中昆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昆公司”）、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

顺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195亿元（含等值外币），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额、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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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子（孙）公司之间担保额合并计算。 

本公司2020年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924,147.85万元人民币，担保总额占公

司净资产的比例为35.88%。对外部公司的担保金额为0元。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2021年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预计2021年公司将为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195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公司为子公司担

保额、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以及子（孙）公司之间担保额合并计算。 

关于上述担保事项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尚需提

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双方基本情况 

1、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桐昆股份）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住所：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德胜路 1号 12幢 

注册资本：1,821,933,041 元 

法人代表：陈士良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纺织专用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桐昆股份（母公司）总资产 3,255,847.8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36.81%。2020 年 1 至 12 月，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75,002.37 万

元，利润总额 157,249.52 万元，净利润 159,805.6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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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桐乡经济开发区第二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39,000 万元人民币 

恒盛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对二甲苯的直拨直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化纤特种、改

性、涤纶纤维（除化学危险品）的原料产品和涤纶丝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料（除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

备及配件的批发及其进出口业务、技术进出口；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

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恒盛公司总资产 192,912.13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19%。2020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3,936.98 万元，利润总额

-7,329.94万元，净利润-5,708.11万元。 

 

3、桐昆集团浙江恒通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南 

住所：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工业区 202 室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恒通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纤维及聚酯纤维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经营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恒通公司总资产 219,371.72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3%。2020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9,200.64 万元，利润总额

-1,146.18万元，净利润-217.15万元。 

 

4、嘉兴石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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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嘉兴市乍浦镇中山西路 388号 

注册资本：210,000 万元人民币 

嘉兴石化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货物装卸、仓

储服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不带储存经营（票据贸易）：对二甲苯（凭

有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精对苯二甲酸（PTA）的生产和销售；副产

混苯二甲酸、粗对本二甲酸、苯甲酸的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除危

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普通货物装卸搬运，仓储管理服务；特种化

纤、改性化纤、涤纶纤维（除化学危险品）和涤纶丝的生产、销售；纺织原料（除

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嘉兴石化总资产 1,052,911.92万元，资产负债率

43.59%。2020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6,129.80 万元，利润总额

80,993.79万元，净利润 59,791.30万元。 

 

5、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玉庆 

住所：长兴县李家巷镇 

注册资本：40,000 万美元 

恒腾公司为本公司在浙江长兴县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纤维及聚酯纤维、纸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从事

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

登记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恒腾公司总资产 656,930.46 万元，资产负债率

30.5%。2020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4,013.71 万元，利润总额

-4,126.37万元，净利润-386.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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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恒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住所：西萨摩亚 

注册资本：475 万美元 

恒隆国际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及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投资兴办实业、控股

企业资产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恒隆国际公司总资产 11,882.33 万元，资产负债

率 2.97%。2020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1,342.76

万元，净利润 1,342.76 万元。 

 

7、鹏裕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住所：香港 

注册资本：100 万美元 

鹏裕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盛公司出资在香港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及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投资兴办实业、控股

企业资产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鹏裕贸易总资产 45,015.09 万元，资产负债率

91.18%。2020年 1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413.7万元，利润总额 845.43

万元，净利润 596.19 万元。 

 

8、桐乡市恒基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圣军 

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梧桐工业经济园区稻乐路 299号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恒基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差别化纤维（化纤丝、复合丝、变形丝、有色丝），化



 6 

纤包装薄膜袋、纺织助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的批发（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恒基公司总资产 9,531.65 万元，资产负债率

22.44%。2020年 1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657.99万元，利润总额 326.68

万元，净利润 351.05 万元。 

 

9、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 

恒优化纤为嘉兴石化与鹏裕贸易出资设立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特种化纤、改性化纤、涤纶纤维（除化学危险品）和涤纶丝的研

发、生产、批发，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

发，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

货）。（外资比例小于 25%）。（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恒优化纤总资产 340,245.01 万元，资产负债率

49.87%。2020 年 1 至 12 月，恒优化纤实现营业收入 492,840.47 万元，利润总

额-3,034.95 万元，净利润-1,115.43万元。 

 

10、桐昆集团浙江恒超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荣 

住所：洲泉镇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32,000 万美元 

恒超化纤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功能化、超细旦、高仿真化学纤维的生产、销售；差别

化纤维的研发；化纤丝的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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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恒超公司总资产 303,433.99 万元，资产负债率

25.53%。2020年1至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024.74万元，利润总额3,147.22

万元，净利润 2,892.62 万元。 

 

11、桐乡市中洲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南 

住所：桐乡市洲泉镇综合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6,784.50 万元 

中洲化纤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差别化化学纤维、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中洲化纤公司总资产 16,954.06 万元，资产负债

率 11.99%。2020年 1至 12月，中洲化纤实现营业收入 71,745.99万元，利润总

额 1,166.27 万元，净利润 1,177.27万元。 

 

12、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综合商务

大厦）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嘉通能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精对苯二甲酸（PTA）的生产和销

售；副产混苯二甲酸、粗对苯二甲酸、苯甲酸的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

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特种化纤、改性化纤、涤纶纤维（除

危险化学品）、合纤丝和涤纶丝的生产和销售；纺织原料（除棉花、鲜茧的收购）、

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及进出口贸易；余热发电；高低压蒸汽生产及销售；

普通货物装卸搬运，仓储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经济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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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

售；纸制品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嘉通能源总资产 206,048.32 万元，资产负债率

32.52%。2020年 1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0.33万元，利润总额-2,247.85

万元，净利润-1,726.94 万元。 

 

13、南通佳兴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富强 

住所：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综合商务

大厦）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南通佳兴为嘉通能源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热电联产；供电、售电服务；生产销售蒸汽、热水；电能的输送

及分配活动；收费的热力供应服务；电力、热力技术开发；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

污泥处置；电力企业废气综合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佳兴公司总资产 20,592.70 万元，资产负债率

24.45%。2020年 1 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42.46万元，

净利润-42.46万元。 

 

14、浙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亚芬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盐经济开发区）海港大道 1817

号 1406 室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恒翔公司为恒腾化纤和鹏裕贸易共同出资设立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研发；表面活性剂、纺织印染助剂、油剂、润滑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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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加工、批发、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恒翔公司总资产 38,121.63 万元，资产负债率

9.94%。2020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4 万元，利润总额-542.53 万

元，净利润-542.53 万元。 

 

15、广西恒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学根 

住所：钦州市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行政信息中心口岸联检大厦 6楼 602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广西恒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益彪贸易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广西恒鹏总资产 0 万元，资产负债率 0%。2020

年 1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16、江苏桐昆恒阳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蕾 

住所：宿迁市沭阳县高墟镇临港产业园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恒阳公司为桐昆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

合成纤维销售；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家用纺织

制成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新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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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阳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10日设立，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恒阳公司总

资产 0万元，资产负债率 0%。2020年 1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

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17、宿迁桐昆旭阳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建伦 

住所：宿迁市沭阳县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工业园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旭阳公司为恒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技术报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

研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旭阳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22日设立，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旭阳公司总

资产 0万元，资产负债率 0%。2020年 1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

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18、新疆宇欣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胜海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大学生创业园 1号楼 402室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宇欣公司为嘉兴石化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纤维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面料纺织加工；面料印

染加工；合成纤维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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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欣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11日设立，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宇欣公司总

资产 0万元，资产负债率 0%。2020年 1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

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19、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荣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龙桥镇滨河路二号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佑顺公司为桐昆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桐昆股份拟收购其 100%股权，待桐昆

股份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佑顺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将成为桐昆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煤化工产品及其衍生物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

服务（不含培训）；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化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

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

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佑顺公司总资产 7,472.78万元，资产负债率 5.89%。

2020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941.26 万元，净利润

-941.28万元。 

 

20、江苏嘉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富强 

住所：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 

注册资本：8,000万元 

嘉丰公司为嘉通能源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

造；面料印染加工；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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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嘉丰公司总资产 0 万元，资产负债率 0%。2020

年 1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21、江苏嘉恒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富强 

住所：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嘉恒公司为嘉通能源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

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嘉恒公司总资产 0 万元，资产负债率 0%。2020

年 1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22、新疆中昆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祺超 

住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上库石油石化产业园昆玉路 199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中昆公司为嘉兴石化、恒盛公司、恒腾公司共同控股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燃气；石油天

然气技术服务；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煤制活性

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炭开采；矿产资源勘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矿物洗选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管控要素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中昆公司于 2021 年 3月 36日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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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计担保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经营计划及其信用条件，公司为子公司、子公

司为母公司及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提供银行融资、债务担保等担保事项，具体

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1 桐昆股份 恒盛公司 不超过 45亿元 

2 桐昆股份 恒通公司 不超过 45亿元 

3 桐昆股份 嘉兴石化 不超过 130 亿元 

4 桐昆股份 嘉通能源 不超过 270 亿元 

5 桐昆股份 南通佳兴 不超过 30亿元 

6 桐昆股份 恒优公司 不超过 65亿元 

7 桐昆股份 恒腾公司 不超过 60亿元 

8 桐昆股份 恒超公司 不超过 55亿元 

9 桐昆股份 恒阳公司 不超过 75亿元 

10 桐昆股份 旭阳公司 不超过 30亿元 

11 桐昆股份 宇欣公司 不超过 80亿元 

12 桐昆股份 佑顺公司 不超过 50亿元 

13 桐昆股份 中昆公司 不超过 30亿元 

14 桐昆股份 恒翔公司 不超过 5亿元 

15 桐昆股份 广西恒鹏 不超过 5亿元 

16 桐昆股份 恒隆国际 不超过 3亿元 

17 桐昆股份 鹏裕贸易 不超过 30亿元 

18 桐昆股份 恒基公司 不超过 2亿元 

19 恒盛公司 本公司 不超过 40亿元 

20 恒通公司 本公司 不超过 20亿元 

21 嘉兴石化 本公司 不超过 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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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恒腾公司 本公司 不超过 18亿元 

23 恒盛公司 鹏裕贸易 不超过 5亿元 

24 嘉通能源 南通佳兴 不超过 30亿元 

25 中洲公司 恒盛公司 不超过 2亿元 

26 恒基公司 嘉兴石化 不超过 5亿元 

27 桐昆股份 嘉恒公司 不超过 10亿元 

28 桐昆股份 嘉丰公司 不超过 5亿元 

 合计 不超过 1,195 亿元 

在此额度内，各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银行贷款或提供债务担保。涉及

银行融资担保的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一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母公司及子（孙）

公司之间互相提供银行融资、债务担保等担保事项。恒盛公司、恒通公司、嘉兴

石化、恒腾公司、恒隆国际、恒基公司、中洲化纤、嘉通能源、恒超公司、恒阳

公司、佑顺公司（桐昆股份收购其 100%股权后）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鹏裕贸

易、恒优化纤、南通佳兴、恒翔公司、广西恒鹏、旭阳公司、宇欣公司、中昆公

司、嘉丰公司、嘉恒公司为公司的孙公司，各项银行贷款及债务担保均为日常经

营所需，相互之间提供担保是在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总计为 1,281,715.89

万元，占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49.77%；以上担保，

均为公司与子（孙）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无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孙）公司之

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提供过担保，也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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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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